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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新BMW 系列
 GRAN TURISMO。

BMW 高 效 動 力
更 佳 節 能 環 保 ，  更 多 駕 乘 樂 趣 。



BMW於年歡慶品牌創立週年。
更多資訊，請瀏覽：www.next.bmw

 全新BMW 系列GRAN TURISMO。 

 展示車型。 

  BMW 系列GRAN TURISMO i搭配M款跑車化套件： 
 BMW TwinPower Turbo直列六缸柴油引擎、匹馬力、M款吋
 M型雙輻式輕合金輪圈搭配前後不同尺寸的輪胎、Estoril Blue金屬

車漆、黑色Dakota真皮座椅搭配藍色對比縫線、Aluminium Hexagon
內裝飾板搭配藍色霧面線條。 

 獨創精選。 

  配備：BMW車型、配備特色、輪圈和輪胎組合、BMW原廠配件。 

  顏色：外觀車色和內裝顏色。 

  技術數據：車重、引擎、變速系統、操控性能、排放表現、輪圈和

尺寸圖。 

  BMW服務：BMW售後服務、BMW購車方案服務和BMW體驗。 

 創新與科技。 

  BMW TWIN POWER TURBO引擎：
BMW Effi cientDynamics高效動力的核心。 

  BMW EFFICIENT DYNAMICS高效動力：
更佳節能環保，更多駕乘樂趣。 

  BMW CONNECTED DRIVE互聯駕駛：
線上生活資訊、應用程式與駕駛輔助系統。 

  底盤：創新系統提供更多駕乘樂趣。 

  安全性：尖端科技。 

欲知更多油耗與二氧化碳排放量資訊，請參閱第 l 頁，或洽詢您的BMW經銷商。



空間。
奔馳。

尺寸與速度完美交融：實用功能與純粹動力合而為一，
打造出全新BMW 系列Gran Turismo。兼具跑車般的

設計與無與倫比的舒適度，動靜自如。全新BMW 系列

Gran Turismo──空間與外觀處處迷人。



耀眼的線條、陽剛的輪廓與經典L形LED尾燈──全新BMW 
系列Gran Turismo的車尾造型展現出細膩的運動風範。車側

也同樣引人注目：無框車門與微微朝車尾傾斜的車頂線條，
在流向車頭的雙肩線陪襯下更加醒目。造型動感前衛──

而且面面俱到。

車尾
同樣前衛。



選配的LED主動式轉向頭燈讓全新BMW 系列Gran Turismo
的前方路況一覽無遺，同時也讓人無比安心。頭燈是本車

令人目不轉睛的特色之一：位在BMW經典雙腎型水箱護罩

旁，不僅強化車頭的運動造型，與水箱護罩連成一氣的設計

亦凸顯出車身剛毅的性格。專注享受駕乘樂趣──就在全新

BMW 系列GT。

眼光犀利，
無所遁形。          



動態操控遊刃有餘。

效能同樣傑出。BMW TwinPower Turbo引擎等智慧科技大幅提升全新BMW 系列Gran Turismo的動態表現，同時也將油耗降到

最低。操控性能更是令人驚艷：主動式懸吊系統使操控更具運動感，主動式擾流尾翼則帶來更佳的抓地力。高效能、符合空氣力學

──全新BMW 系列Gran Turismo。



舒適度凌駕一切，唯有
駕乘樂趣無可取代。          

進入全新BMW 系列Gran Turismo後，即能享受最高層次的

舒適度：加高的座椅位置與大器的內裝設計帶來充裕的移動

空間，即使行車途中也能盡享自在。個人化的資訊娛樂系統

則是另一個亮點，提供多項BMW ConnectedDrive線上生活

資訊與搭載最新科技的導航系統。加上選配的環艙照明燈與中

央鞍座的頂級鍍鉻飾條等獨一無二的點綴，全新BMW 系列

Gran Turismo讓完美旅程的夢想得以實現。

 依各地市場導入計畫而定，請洽詢您的BMW經銷商。



全新BMW 系列Gran Turismo靈活多元的行李廂概念隨時符合您的需求。
例如尾門的電動啟閉系統，令操作再簡單不過。//分離式後座椅

背也能創造出更多空間。電動遙控後座椅背亦可從行李廂將後座椅背

輕鬆收折。萬物各得其所，不論是日常使用或者是下一段旅程──就在

全新BMW 系列Gran Turismo。

每扇車門，
都蘊藏著驚喜。



 創新與科技。
BMW TWIN POWER TURBO引擎：BMW Effi cientDynamics高效動力的核心。

BMW EFFICIENT DYNAMICS高效動力：更佳節能環保，更多駕乘樂趣。

BMW CONNECTED DRIVE互聯駕駛：線上生活資訊與應用程式、駕駛輔助系統。

底盤：創新系統提供更多駕乘樂趣。

安全性：尖端科技。



 BMW TwinPower Turbo引擎。 
 BMW Effi cientDynamics高效動力的核心。 

在BMW TwinPower Turbo科技的加持下，BMW Effi cientDynamics高效動力系列的創新汽油引擎和柴油引擎展現靈活性能，即使

在低轉速下依然反應敏捷，同時更將油耗和廢氣排放降到最低。綜合各項優異表現，保證帶來最精彩的駕乘樂趣。

過人的動力輸出、滑順的操控感與令人熱血沸騰的引擎聲浪，正是BMW TwinPower Turbo直列六缸汽油引擎的鮮明特徵，而這具

引擎也是BMW Effi cientDynamics高效動力引擎的最新一代作品。搭載Double-VANOS雙可變汽門正時系統、Valvetronic汽門揚程

可變系統、高精準燃油缸內直噴與TwinScroll雙渦流渦輪增壓器，可產生匹馬力的動力輸出；每公里綜合油耗僅需.至.
公升。

全新BMW i採用BMW TwinPower Turbo
科技，成就驚人動力並大幅降低油耗。

BMW TWIN POWER TURBO直列六缸汽油引擎340i。

0 1,000 2,000 3,000 4,000 5,000 6,000 7,000 8,000
引擎轉速（rpm）

扭
力
（
牛
頓
米
）

性
能
表
現
（
千
瓦
）

560

525

490

455

420

385

350

315

280

245

315

280

245

210

175

140

105

70

35

0

扭力（牛頓米）

性能表現（千瓦）

創新與科技18 | 19

BMW 高 效 動 力
更 佳 節 能 環 保 ， 更 多 駕 乘 樂 趣 。

1  油耗表現和二氧化碳排放量視所選輪胎而定（較高數值以搭載選配輪圈組合的車型為基準）。欲知更多油耗與二氧化碳排放量資訊，請參閱第 l 頁，或洽詢您的BMW經銷商。 
2  電子限速值。 

 上述動力性能、油耗表現和二氧化碳排放量的數值以搭載標準變速箱的車型為基準。  

╸BMW TwinPower Turbo四缸汽油引擎

 具匹馬力和牛頓米的最大扭力

╸加速 – 公里／小時：.秒；
 極速：公里／小時

╸綜合油耗：每公里. – .公升

╸平均二氧化碳排放量：每公里 – 公克

BMW 320i。

╸ BMW TwinPower Turbo直列六缸汽油引擎

 具匹馬力和牛頓米的最大扭力

╸加速 – 公里／小時：.秒；
 極速：公里／小時

╸綜合油耗：每公里. – .公升

╸平均二氧化碳排放量：每公里 – 公克 

BMW 340i。

╸ BMW TwinPower Turbo四缸汽油引擎

 具匹馬力和牛頓米的最大扭力

╸加速 – 公里／小時：.秒；
 極速：公里／小時

╸綜合油耗：每公里. – .公升

╸平均二氧化碳排放量：每公里 – 公克 

BMW 330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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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MW Effi cientDynamics高效動力。 
 更佳節能環保，更多駕乘樂趣。 

BMW Effi cientDynamics高效動力是BMW研發的開創性策略方針，致力將油耗和二氧化碳排放量降到最低，同時達到極致的動態

性能與駕乘樂趣。這套全方位科技包含動力系統、能源管理和車體結構概念，並已成為所有BMW車型不可或缺的元素。

透過一系列相互間完美配合的空氣力學設計，讓每一部BMW皆能擁有優異的風阻係數表現，進而在效能和燃料消耗上展現非凡

成果。這些特色包括平坦的底盤擾流護板與最佳化的車外後視鏡。

空氣力學。

動力系統。
新一代的BMW TwinPower Turbo汽油引擎具有格外靈活的動力輸出，即使在低轉速條件下也保有優異的反應速度。同時，較前

代引擎更少的廢氣排放與更出色的性能表現，則讓效率更為精進。

新一代的BMW TwinPower Turbo柴油引擎在所有引擎轉速中都具有傑出的反應和靈敏的動力輸出，展現令人驚嘆不已的動態駕

馭表現和燃油效率，以及更低的廢棄排放。

車體結構概念。
BMW的智慧型輕量化結構，意味著將正確的材料使用在正確的地方，讓每個精挑細選出的材料各得其所。這項哲學即稱作BMW 
Effi cientLightweight輕量化車體概念，而今已整合為BMW Effi cientDynamics高效動力的一環，運用在所有BMW車型之中。

能源管理。
引擎自動啟閉系統，當車輛暫時停止（例如等紅燈）時，引擎自動啟閉系統會關閉引擎，進而減少整體的油耗。當駕駛人的腳離開

煞車踏板，引擎也會在瞬間自動重新啟動。

主動式擾流尾翼會在時速高於公里時自動升起，增加後軸的下壓力，進而提升高速行駛時的穩定度，並於時速回到公里以下

時自動下降。駕駛也可以透過駕駛座車門上的按鈕（位在電動車窗控制系統下方）手動開闔主動式擾流尾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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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MW ConnectedDrive互聯駕駛。
互動聯結，隨心所欲。

我們與日常生活的人、事、物變得愈來愈密不可分，而BMW的駕駛則早已習慣享受與外界更緊密的聯結。他們在車輛中即可存取

所需資訊、透過電話和電子郵件進行通訊，在駕駛專注於路況的同時，亦能隨時掌握最新消息。這些得以讓BMW車輛與外界迅速

串聯的創新科技匯集成一個特別的聯結──BMW ConnectedDrive互聯駕駛。

線上生活資訊為BMW ConnectedDrive互聯駕駛的諸多功能奠定基礎，為旅途中的您提供各式各樣的資訊、娛樂與服務。

透過BMW Online，您可以即使掌握天氣動態與重點新聞等當地資訊，還可利用Google™搜索引擎查詢資料及使用辦公室功能。
此外，也能透過應用程式選單設定一系列個人化服務，例如油價、停車資訊、旅遊及飯店指南。

 圖中所示之功能僅適用德國市場。  

  欲知更多BMW ConnectedDrive資訊，特別是服務期限和相關費用，請洽詢BMW經銷商，或造訪：www.bmw.com/ConnectedDrive_Information 
  佩戴偏光太陽眼鏡會降低車況抬頭顯示器的可見度。顯示的資訊內容視搭載配備而定。欲顯示更多內容需選用其他配備。 
  依各地市場導入計畫而定，請洽詢您的BMW經銷商。 

BMW ConnectedDrive所內含的智慧型服務及輔助系統已經為您準備就緒。BMW ConnectedDrive線上生活資訊與應用程式為

駕駛、車輛和周遭環境建立起多元化的聯結，帶來更自由的聯網體驗。BMW ConnectedDrive駕駛輔助系統則讓駕駛更輕鬆、
行車更安全。

Apple CarPlay®系統提供安全、便利的無線網路，讓您在車內

使用相容的iPhone®。如此一來，智慧型手機的內容與功能，包

括音樂、iMessages／簡訊、電話、Siri與特定的第三方應用程

式，便能透過車上的使用者介面正常顯示及操作。

高階原廠衛星中文導航系統，包含免持裝置、USB介面、.吋
LCD彩色顯示螢幕、BMW Professional音響主機附DVD光碟機，
以及D立體地圖顯示和GB硬碟。導航系統可透過iDrive手寫

觸控面板直覺操作。

車況抬頭顯示器會將行車相關資訊直接投射在駕駛的視線範圍內，讓駕駛能全心專注於前方道路。顯示資訊包括目前車速、導航

系統的行車方向，以及電話和娛樂清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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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底盤。 
 極致動態駕馭表現的堅實基礎。 

全新BMW 系列Gran Turismo搭載多項創新科技，讓您享受淋漓盡致的操控快感。各個系統皆以智慧型方式相互聯結，彼此間的

高度整合可讓您在每段旅程、每處彎道及每分每秒都能體驗最大的駕乘樂趣，同時確保最佳的安全性。

Steptronic運動化八速手自排變速系統除自排模式外，也能透過排檔桿或是方向盤上的換檔撥片進行手動換檔。行車方式隨心

所欲，可以舒適滑行，也能享受動感十足的駕馭體驗。在SPORT運動模式下，變速系統將發揮極致性能表現。

 STEPTRONIC運動化八速手自排變速系統。 

M款主動式懸吊，可隨時依據道路狀況和駕駛情況電動調整。駕駛人也可透過動態行車模式修改底盤設定，配合個人偏好的駕駛風

格，由舒適駕乘快速調整至更動態的駕馭模式，將操控靈敏度發揮到極致。

M款跑車化懸吊，提供跑車般的懸吊設定，後輪傳動車型會將底盤調低約公釐。系統採用較短的懸吊彈簧、更緊的避震器設定及

更硬的穩定器，帶來更直接的操駕性能，營造動感無比的駕馭體驗。

可變式運動轉向系統含Servotronic車速感應轉向輔助，提供直接又靈敏的轉向反應，讓您轉動方向盤時輕鬆不費力。系統會藉由

調整轉向比反應方向盤的角度。當您採用更動態的駕駛風格時，操控感變得更佳，停車和過彎也會更為舒適。

Servotronic車速感應轉向輔助會根據車速調整轉向動力，並確保在高速行駛時轉向反應迅速且精準。此外，系統也會增強輔助動

力，在低速轉彎時提升舒適度，例如停車時。

後輪傳動設計確保優異的轉向精確度，因為前軸不會受到驅動的扭力轉向影響。此外，極具動感的前後軸配重與後輪傳動，讓車輛

從靜止開始加速時，也能發揮良好的循跡控制性。



 安全性。 
 BMW最新科技──無可比擬的安全性。 

創新與科技

全新BMW 系列Gran Turismo具備最先進的科技，為所有情形做足準備。優異的操控性與創新科技是本車不可或缺的元素。身為

駕駛的您將受惠於最新科技，隨時擁有最佳的支援。不論踏上哪一段旅程，皆能感受到無微不至的安全防護。

  系統功能在夜晚及霧中可能會受限。 

26 | 27

駕駛安全輔助套件，結合車道偏離警示功能和主動防撞輔助系統。當您的行車速度介於至公里時，主動防撞輔助系統與行人

偵測功能會偵測行人和前方車輛，提醒駕駛人避免發生碰撞意外，並在緊急情況中發出警示和自動減速煞車。當車速超過每小時
公里，車道偏離警示功能會在車輛不小心偏離車道時輕微震動方向盤提醒駕駛人注意。

駕駛安全輔助套件。

LED主動式轉向頭燈所發出的燈光非常接近日光，可根據車速

與轉向角度自動調整光線分布。

行人偵測功能，會提醒駕駛人避免發生碰撞意外，並在緊急

情況中自動減速煞車。

雙前座空氣囊，搭配整合在前座椅背中的側邊空氣囊，提供重要

的防護。

車道變換與盲點警示系統，當駕駛的視線盲點區內有車輛駛入，
或相鄰車道有車輛接近，便會顯示警告符號並震動方向盤，提醒

駕駛注意。

智能緊急求助，可隨時透過BMW服務中心與最近的救援協調

中心自動建立連線，完全不需使用手機。

DSC動態穩定控制系統含延伸功能，會在偵測到車輛打滑時

立即穩定車身。

因印刷時效的關係，本手冊所載之配備僅供參考，新車實際之標準配備，請以屆時各BMW經銷商公佈者為準。



 配備：BMW車型、配備特色、輪圈和輪胎組合、BMW原廠配件。 

 顏色：外觀車色和內裝顏色。 

 技術數據：車重、引擎、變速系統、操控性能、排放表現、輪圈和尺寸圖。 

 BMW服務：BMW售後服務、BMW購車方案服務和BMW體驗。 

獨創精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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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精選車型配備： 

  吋輕合金輪圈

 LED頭燈

 LED霧燈

 多功能真皮方向盤

 BMW Professional音響主機

 電動尾門啟閉系統

 //分離式後座椅背 

 身為最佳夥伴，全新BMW 系列Gran Turismo提供多種標準配備任君選擇，以下

是其中幾項精選的配備特色。 

基本車型。
配備

 BMW i搭配選用Mineral White金屬車漆，此圖所示含選配的吋型V輻式輕合

金輪圈。 
[  I  ]

標準配備LED頭燈提供最佳照明，同時降低能源消耗。[  ]

吋型星輻式輕合金輪圈，規格 J x ，搭配R /R輪胎。[  ]

30 |

選用配備及標準配備依所在國家有所不同。



 標準座椅，圖中所示為搭配Anthracite色Move織布和Satin Silver霧面內裝飾板。 [  ]  高級材質加上完全以駕駛為導向的設計，全新BMW 系列Gran Turismo充分展現運動性與

實用性的完美結合。 
[  ]

  標準配備     選用配備 





Luxury Line車型內裝配備：

 含「BMW」標誌的鋁質迎賓飾板

  Saddle Brown色「Dakota」真皮座椅搭配咖啡色延伸飾條與線條；可選擇其他

座椅材質

 跑車式真皮方向盤

 車鑰匙含銀色飾條

 空調系統、音響控制面板與中央鞍座，具銀色飾條

  Fineline Anthracite木紋內裝飾板搭配銀色飾條或Burled Walnut木紋內裝飾板

搭配搭配銀色飾條，專屬飾條延伸至車門與車身後方；可選擇其他內裝飾板

 專屬氣氛燈

  照明燈光組

 分離式恆溫空調系統與延伸功能

Luxury Line車型外觀配備：

 BMW雙腎型水箱護罩具道專屬設計直柵和高光澤鍍鉻邊框

 前保險桿搭配鍍鉻高光澤專屬設計元素

 吋型多幅式輕合金輪圈

 吋型多輻式輕合金輪圈，搭配前後不同尺寸的輪胎，可選擇其他輪圈

 車側「Luxury Line」銘牌

 鍍鉻高光澤Air Breather車側導流氣孔，可選擇與車身同色

 鍍鉻高光澤窗框

 後保險桿搭配鍍鉻高光澤專屬設計元素

LUXURY LINE。

Luxury Line打造專屬運動風格，圖中所示為搭配選用跑車座椅與標準配備的Saddle Brown
色Dakota真皮。

駕駛座艙中為BMW Individual真皮方向盤搭配Fineline淺色Fine-wood trim。[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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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用配備及標準配備依所在國家有所不同。

   標準配備      選用配備 

BMW i搭配選配的Jatoba金屬車漆和選配的吋型多輻式輕合金輪圈，搭配前

後不同尺寸的輪胎。
 吋型多輻式輕合金輪圈，規格J x ，搭配/ R輪胎。 

分離式恆溫空調系統與自動恆溫控制含雙前座椅獨立控制功能、AAR自動空調再循環

裝置、活性炭過濾器、霧氣和陽光感知器，以及後座進氣口。

車側「Luxury Line」銘牌。

 吋型多輻式輕合金輪圈，雙色Ferric Grey，高光澤烤漆，搭配前後不同尺寸的輪胎，
前輪規格J x ，搭配/ R輪胎，後輪規格J x ，搭配/ R輪胎。 

[  |  ]

[  ]

[  ]

[  ]

[  ]













3534 | 配備

標準跑車座椅，圖中所示為搭配選用Oyster Dakota真皮，較寬的側墊與電動調整功能帶來

舒適感十足的側向包覆。
選配的Ash Grain木紋內裝飾板搭配金屬鑲飾與銀色飾條，強調活潑動感的內裝設計。跑車

式真皮方向盤提供絕佳握感。
[  ] [  ]

SPORT LINE。

Sport Line車型內裝配備：

 含「BMW」標誌的鋁質迎賓飾板

  Anthracite色「Corner」織布跑車座椅搭配紅色或灰色線條，或黑色「Dakota」
真皮跑車座椅搭配紅色線條；可選擇其他座椅材質

 跑車式真皮方向盤搭配紅色對比縫線，可選擇搭配黑色縫線

 車鑰匙含紅色飾條

 儀錶板含時速錶及轉速錶，搭配刻度環和紅色對比環圈

  黑色高光澤內裝飾板搭配Coral Red紅色霧面線條或Aluminium, fi nely brushed 
lengthwise鋁質刷面處理內裝飾板搭配黑色高光澤飾條，專屬飾條延伸至車門

與車身後方；可選擇其他內裝飾板

 專屬氣氛燈

 動態行車模式附加SPORT+運動模式

 照明燈光組

Sport Line車型外觀配備：

 BMW雙腎型水箱護罩具道專屬設計直柵和黑色高光澤邊框

 前保險桿採鋁質和黑色高光澤專屬設計元素

  吋型雙輻式輕合金輪圈，雙色Ferric Grey，或吋型雙輻式輕合金

輪圈，搭配前後不同尺寸的輪胎；可選擇其他輪圈

 車側「Sport Line」銘牌

 後視鏡蓋與車身同色，或黑色高光澤

 黑色高光澤Air Breather車側導流氣孔，可選擇與車身同色

 黑色高光澤窗框

 後保險桿搭配黑色高光澤專屬設計元素

 

選用配備及標準配備依所在國家有所不同。

   標準配備      選用配備 

BMW i搭配選用Arctic Grey Brilliant Effect金屬車漆、吋型雙輻式輕合金輪

圈及緞面鋁質外觀套件，如圖所示。
 吋型雙輻式輕合金輪圈，雙色Ferric Grey，高光澤烤漆，規格J x ，搭配/ 

R輪胎。 

照明燈光組，具有多個LED燈，不僅增加車裡車外的便利性，也為內裝營造出時尚感。

動態行車模式，可切換不同模式，讓駕駛在舒適、高效能或強調跑格的駕駛風格中任意

選擇。

 吋型雙輻式輕合金輪圈，雙色Ferric Grey，高光澤烤漆，規格J x ，搭配/ 
R輪胎。 

[  |  ]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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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款跑車化套件。
36 | 配備

黑色Dakota真皮跑車座椅搭配藍色縫線，彰顯BMW 系列Gran Turismo內裝的動感性格。 標準配備的M款真皮方向盤含有更舒適的拇指扣，握感絕佳。M款足部休息踏板、鍍鉻裝

飾與Aluminium Hexagon鋁質飾板搭配藍色霧面飾條，進一步凸顯BMW 系列Gran Turismo內裝

的的運動性格。

[  ] [  ]

1  M款跑車化懸吊無法搭配xDrive。 
2  低懸吊配置無法搭配xDrive。 
3  排氣尾管的數量與設計視引擎而定。 

 選用配備及標準配備依所在國家有所不同。 

M款跑車化套件外觀配備：

  M款空氣力學套件，含前進氣壩、側裙和後擾流，搭配Dark Shadow金屬漆色

的後下擾流板

 BMW雙腎型水箱護罩具道專屬設計的黑色高光澤直柵

 LED霧燈

  M款吋 M型星輻式輕合金輪圈，搭配前後不同尺寸的輪胎，或M款吋
 M型M款雙輻式輕合金輪圈，搭配前後不同尺寸的輪胎；可選擇其他輪圈

 M款跑車化懸吊，可選擇標準懸吊

 M款主動式懸吊

 M款跑車化煞車套件

 BMW Individual High-Gloss Shadow Line黑色高光澤窗框

 車側M款標誌

 車外後視鏡蓋與車身同色

 專屬Estoril Blue金屬車漆；可選擇其他外觀車色

 黑色高光澤Air Breather車側導流氣孔

 M款跑車化套件內裝配備：

 M款迎賓飾板、M款駕駛足部休息踏板

  Anthracite色「Hexagon」織布／Alcantara麂皮組合雙前座跑車座椅搭配M款

縫線和藍色線條

 Saddle Brown色「Dakota」真皮雙前座跑車座椅；可選擇其他座椅材質

 M款多功能真皮方向盤

 BMW Individual Anthracite黑色車內頂蓬

 儀錶板含時速錶及轉速錶，搭配刻度環和紅色對比環圈

  Aluminium Hexagon鋁質內裝飾板搭配藍色霧面飾條，或Aluminium, fi nely 
brushed lengthwise鋁質刷面處理內裝飾板搭配黑色飾條，專屬飾條延伸至

車門與車身後方；可選擇其他內裝飾板

 含M款標誌的短版排檔桿

 動態行車模式附加SPORT+運動模式

 專屬氣氛燈

 車鑰匙含藍色飾條 

 

   標準配備      選用配備 

BMW i搭配選用M款跑車化車型專屬的Estoril Blue金屬車漆和吋 M型雙輻式

輪圈組合，雙色Orbit Grey，搭配前後尺寸不同的輪胎。
 M款吋 M型星輻式輕合金輪圈，搭配前後不同尺寸的輪胎，前輪規格J x ，搭配

/ R輪胎，後輪規格J x ，搭配/ R輪胎。 

BMW Individual Anthracite黑色車內頂蓬：頂篷與車柱上的飾條及遮陽片採Anthracite色
織布。

 M款空氣力學套件含加大的前進氣壩、獨特的側裙和後擾流，搭配Dark Shadow金屬漆色的

後下擾流板。 

 M款吋 M型雙輻式輕合金輪圈，搭配前後不同尺寸的輪胎，雙色Orbit Grey，高光澤

烤漆，前輪規格J x ，搭配/ R輪胎，後輪規格J x ，搭配/ R輪胎。 

[  |  ]

[  ]

[  ]

[  ]

[  ]











39

獨具風格的L形全LED尾燈，讓BMW即使在黑暗中也清

晰可辨。
[  ] 

車內後視鏡與駕駛側車外後視鏡具自動防眩功能，包含車

外後視鏡收折功能和前座乘客側車外後視鏡自動停車輔助功能。
[  ] 

 LED主動式轉向頭燈所發出的燈光非常接近日光，可根據

車速與轉向角度自動調整光線分布。 
[  ]  雨珠感應器，含頭燈自動啟閉控制系統，可自動開啟雨刷

和近光燈。 
[  ] 

圓形雙出排氣尾管，外型鮮明，搭配鍍鉻飾條。圖中所示

含選配的拖車鉤。

 全景式玻璃天窗，附可電動調整遮陽板，不僅為車室前後

注入充足的光線，也具備滑動及上掀功能。 

[  ] 

[  ] 

 Comfort Access免鑰匙系統，讓乘客不需使用鑰匙便能

進入車內。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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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配備特色。
配備

1  i為左右單出排氣尾管（i、i為雙出排氣尾管）。Sport Line車型則搭配黑色鍍鉻飾條。 
2  中央鞍座內側智慧型手機座的無線充電符合Qi標準，可提供相容手機充電。BMW原廠零件和配件的專用手機座提供未內建Qi標準無線充電功能的特定手機安裝使用。 
3  M款跑車化套件標準配備。 















因印刷時效的關係，本手冊所載之配備僅供參考，新車實際之標準配備，請以屆時各BMW經銷商公佈者為準。

 Ash Grain木紋飾板搭配金屬鑲飾及銀色飾條。 [  ] 

BMW Individual Merino細紋真皮方向盤，為跑車式真皮

方向盤風格，採高級皮革和更厚實的握把設計。

 電話轉接座附無線充電功能，提供多用途電話套件，包含

藍牙連線、NFC介面與WiFi熱點。 

[  ] 

[  ] 

 M款真方向盤附多功能按鍵，方向盤握把採黑色Walknappa
真皮包覆，具有寬大舒適的拇指扣。 
[  ] 

BMW Individual儀錶板頂部和底部為Walknappa黑色真

皮。上層飾板未包覆真皮。需搭配Dakota真皮內裝。
[  ] 

 車況抬頭顯示器，會將行車相關資訊直接投射在駕駛的視

線範圍內。 
[  ] 

 WLAN熱點可透過車上內建的SIM卡，提供最多具行動

裝置WLAN連線功能。 
[  ] 

  佩戴偏光太陽眼鏡會降低車況抬頭顯示器的可見度。顯示的資訊內容視搭載配備而定。欲顯示更多內容需選用其他配備。 

5  車上的WLAN熱點可透過LTE高速行動網路連線上網。使用網路會產生額外費用。 

 選用配備及標準配備依所在國家有所不同。 















因印刷時效的關係，本手冊所載之配備僅供參考，新車實際之標準配備，請以屆時各BMW經銷商公佈者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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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動停車輔助系統，讓停車更加輕鬆。系統會接管方向

盤，而駕駛人只需要換檔、控制油門和煞車即可。
[  ] 

線上生活資訊，構成BMW ConnectedDrive智慧化功能的

基礎，可整合特定的智慧型手機應用程式。
[  ] 

環景顯示系統，透過攝影機偵測式俯視功能、車側顯示系

統與倒車顯示系統在停車時提供影像協助。
[  ] 

 Apple CarPlay®系統，提供安全、便利的無線網路，讓您

透過車上的使用者介面操作iPhone® 。 
[  ] 

 速限資訊含禁止超車指示，顯示目前速限，並提供禁止超

車區的資訊。 
[  ] 

 主動車距定速控制系統，可保持預設車速以及與前車的

距離。 
[  ] 

倒車顯示系統，會在控制顯示螢幕上顯示車輛後方區域。
互動式軌跡線與障礙物標記也能在倒車時協助駕駛操控車輛。

 主動安全防護系統，會在偵測到駕駛有疲勞跡象時發出警

示，在某些極端緊急狀況中會主動介入，並於事故發生後將車輛

減速停止。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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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配備特色。 
配備

  需搭配Steptronic手自排變速系統。 
  視各地市場導入計畫而定，需搭配BMW原廠衛星導航系統。 

 選用配備及標準配備依所在國家有所不同。 

因印刷時效的關係，本手冊所載之配備僅供參考，新車實際之標準配備，請以屆時各BMW經銷商公佈者為準。











多功能收納組合，包含實用的額外置物空間、行李廂置物

軌道、儲物盒與額外的V電源插座。
[  ] 

Comfort Access免鑰匙系統，讓乘客不需使用鑰匙便能

進入車內。手邊有鑰匙時，只需碰觸車門把手或車尾門按鈕即可

開門。有了智慧型啟閉功能，只需用腳在後保桿下方輕快晃動一

下就能開啟和關閉尾門。

電動遙控後座椅背，可透過行李廂的按鈕解開後座椅背並

下折。

[  ] 

[  ] 

 //分離可傾倒後座椅背，提供靈活彈性的乘坐和載

物空間。 
[  ] 

 後座的三個頭枕可以下折，為駕駛提供良好的後方視野。 [  ] 

 harman kardon環場音響系統，具瓦數位擴音器、車用

音響等化器和揚聲器。 
[  ] 

 前後車門置物空間、前座中央扶手下方和後座中央鞍座內

的開放式置物空間、前後座各兩個置杯架、置物箱和手套箱。 
[  ] 



  包含在儲物套件內。 
  圖示為選配的吸煙套件組。 

因印刷時效的關係，本手冊所載之配備僅供參考，新車實際之標準配備，請以屆時各BMW經銷商公佈者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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吋型星輻式輕合金輪圈，規格J x ，搭配/ 
R輪胎。

吋型V輻式輕合金輪圈，規格.J x ，搭配/ 
R輪胎。
[  ] 

吋型V輻式輕合金輪圈，規格J x ，搭配/ 
R輪胎。
[  ] 

 吋型渦輪式輕合金輪圈，規格J x ，搭配/ 
R輪胎。 

吋型多輻式輕合金輪圈，雙色Ferric Grey，高光澤

烤漆，搭配前後不同尺寸的輪胎。前輪規格J x ，搭配/ 
R輪胎，後輪規格J x ，搭配/ R輪胎。

[  ] 

吋型雙輻式輕合金輪圈，雙色Ferric Grey，高光澤

烤漆，前輪規格J x ，搭配R / R輪胎。

吋型雙輻式輕合金輪圈，雙色Ferric Grey，搭配前

後不同尺寸的輪胎。前輪規格J x ，搭配/ R輪胎，
後輪規格J x ，搭配/ R輪胎。

[  ] 

M款吋 M型雙輻式輕合金輪圈，雙色Orbit Grey，
高光澤烤漆，搭配前後不同尺寸的輪胎。前輪規格J x ，搭配

/ R輪胎，後輪規格J x ，搭配/ R輪胎。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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輪圈和輪胎組合。
配備

 

 











[  ] [  ] [  ] 

1  僅可搭配Luxury Line。 
2  僅可搭配Sport Line。 
3  僅可搭配M款跑車化套件。 

 選用配備及標準配備依所在國家有所不同。 

因印刷時效的關係，本手冊所載之配備僅供參考，新車實際之標準配備，請以屆時各BMW經銷商公佈者為準。

黑色／Titanium Silver車頂置物箱，兩側開口均可上鎖，
具公升容量，適用於所有BMW車頂支架系統。

量身訂製踏墊，防水、防塵和抗潮濕，置於前座足部空

間，黑色調與內裝完美搭配。
[  ] 兒童安全座椅含專利氣墊，適合公斤以下（約個月

大）的孩童使用。可配合另外提供的ISOFIX基座或結合安全帶

牢牢固定。

[  ]

斑紋黑／灰色儲物袋，可置放不同物品，固定於前座椅背

上，並可折起攜出使用。
[  ]

頭枕可固定衣架、折疊桌、萬用掛勾、GoPro攝影機基座

或Apple iPad™或Samsung Galaxy Tab平板電腦支架。

[  ] 衣架可透過嵌入式接頭固定在另外提供的基座（必須安

裝）上，並可攜至車外使用。

高級吋BMW M Performance霧面黑色鍛造輕合金輪

圈。輪胎和輪圈組，搭配失壓續跑胎。

探索全方位的創新產品，包括：外觀、內裝、通訊與資訊，以及運載與行李收納等類別。BMW維修保養中心很樂意從全系列BMW原廠配件中為您提供最佳的建議，並為您準備一份特別的BMW原廠配件型錄。如欲取得更多資訊，
請隨時造訪：www.bmw.com/accessories

BMW原廠配件。


 









[  ] [  ] [  ] 

因印刷時效的關係，本手冊所載之配備僅供參考，新車實際之標準配備，請以屆時各BMW經銷商公佈者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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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觀車色。

金屬漆 C27 Arctic Grey brilliant effect

金屬漆 B65 Jatoba

 金屬漆 B39 Mineral Grey2 

金屬漆 481 Kalahari Beige  金屬漆 A83 Glacier Silver2 

標準漆 668 Black  標準漆 300 Alpine White1 

金屬漆 A89 Imperial Blue brilliant effect

金屬漆 475 Black Sapphire2

1  M款跑車化套件標準車色。 
2  M款跑車化套件可選用車色。 

 選用配備及標準配備依所在國家有所不同。 

金屬漆 B45 Estoril Blue

 [色彩樣本] 上方的色彩樣本提供您為愛車挑選車漆和材質時做初步參考。然而，我們的經驗顯示，印刷的車漆、座椅及內裝飾板顏色並不能確切地呈現原車的色彩樣貌。因此，我們建議直接向您的BMW經銷商洽詢，他們能夠為您
展示並協助您解決任何需求。 

M款跑車化套件

 金屬漆 A75 Melbourne Red2 

 金屬漆 A96 Mineral Whi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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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裝顏色。

Corner織布 
CCL Anthracite with 
Grey highlight

Breeze織布／真皮組合
CBAT Anthracite
with interior colour in Black

Move織布
BDAT Anthracite1

Corner織布 
CCL Anthracite with 
Red highlight

Hexagon織布／真皮組合
HAAT Anthracite

Breeze織布／真皮組合
CBOP Oyster with lower 
part of instrument panel 
in Oyster

 基本車型 

 基本車型 
 Sport Line 

Dakota真皮
LCFL Veneto Beige with 
Dark Oyster highlight and 
equipment parts in Black

Dakota真皮
LCFJ Veneto Beige with 
Dark Oyster highlight and 
equipment parts in Veneto 
Beige

 Luxury Line 
 Sport Line 
 M款跑車化套件 

 Luxury Line 
 Sport Line 
 M款跑車化套件 

 Sport Line 

 M款跑車化套件 

 基本車型 
 Sport Line 

 基本車型 
 Sport Line 

織布

織布／真皮組合

真皮

Dakota真皮
LCOM Oyster with Dark 
Oyster highlight and lower 
part of instrument panel 
in Oyster

Dakota真皮
LCDF Veneto Beige with 
interior colour in Veneto 
Beige

Dakota真皮
LCSW Black with interior 
colour in Black

 基本車型 
 Luxury Line 
 Sport Line 
 M款跑車化套件 

 基本車型 
 Luxury Line 
 Sport Line 
 M款跑車化套件 

Dakota真皮
LCDJ Saddle Brown with 
Brown highlight and lower 
part of instrument panel 
in Black

Dakota真皮
LCL Coral Red with Black 
highlight

Dakota真皮
LCDY Saddle Brown with 
Brown highlight and lower 
part of instrument panel in 
Saddle Brown

 Luxury Line 

 Sport Line 
 M款跑車化套件 

 Sport Line 
 M款跑車化套件 

Dakota真皮
LCNL Black with contrast 
stitching in Blue

Dakota真皮
LCL Black with Dark 
Oyster highlight

Dakota真皮
LCL Black with Red 
highlight

Dakota真皮
LCV Veneto Beige with 
interior colour in Black

 基本車型 
 Luxury Line 
 Sport Line 

 基本車型 
 Luxury Line 
 Sport Line 

適用 適用

適用

 Luxury Line 
 Sport Line 
 M款跑車化套件 

 Sport Line 

 M款跑車化套件 

 請注意，在正常的情形下，不論短期或長期使用，仍有可能造成無法復原的損害。
其中以被服飾染色的情形最為明顯。 

 請注意，內裝顏色與頂篷會依據您所選擇的座椅顏色而有不同。 

 僅可搭配標準座椅。

 選用配備及標準配備依所在國家有所不同。 

內裝飾板

4WG Aluminium Hexagon 
fi nisher with high-gloss 
Black highlight

4FW Burr Walnut 
fi ne-wood trim with 
Pearl Chrome highlight

4FT Fine-brushed 
Aluminium with high-gloss 
Black highlight

4WF Aluminium Hexagon 
with matt Blue highlight

4FU Fineline Anthracite 
fi ne-wood trim with Pearl 
Chrome highlight

4FV Fineline light with 
Pearl Chrome highlight

4LU Black high-gloss with 
Pearl Chrome highlight

4LV Black high-gloss with 
Coral Red matt highlight

4GA Ash Grain fi ne-wood 
trim with metal inlays and 
Pearl Chrome highlight

4CG Satin Silver matt

適用

BMW INDIVIDUAL
車內頂篷

BMW Individual
車內頂篷
 Anthracite

適用

 BMW Individual 
內裝飾板
XE Fine-wood trim Plane 
Auburn dark, Pearl-Gloss 
Chrome accent line 

BMW Individual 
內裝飾板
XE Piano fi nish Black, 
Pearl-Gloss Chrome 
accent line

BMW INDIVIDUAL
 內裝飾板 

 BMW Individual 
內裝飾板
XEX Fine-wood trim Ash Grain 
White, Pearl-Gloss Chrome 
accent line 

適用

4LS Fine-brushed 
Aluminium with Pearl 
Chrome highlight

適用

 基本車型 

 基本車型 
 Luxury Line 
 Sport Line 
 M款跑車化套件 

 基本車型 
 Luxury Line 
 Sport Line 
 M款跑車化套件 

 M款跑車化套件 

 M款跑車化套件 

 基本車型 
 Luxury Line 
 Sport Line 
 M款跑車化套件 

 基本車型 
 Luxury Line 
 Sport Line 
 M款跑車化套件 

 基本車型 
 Luxury Line 
 Sport Line 

 Luxury Line 
 Sport Line 
 M款跑車化套件 

 Sport Line 

 基本車型 
 Luxury Line 
 Sport Line 
 M款跑車化套件 

 基本車型 
 Luxury Line 
 Sport Line 
 M款跑車化套件 

 基本車型 
 Luxury Line 
 Sport Line 
 M款跑車化套件 

 基本車型 
 Luxury Line 
 Sport Line 
 M款跑車化套件 

 基本車型 
 Luxury Line 
 Sport Line 
 M款跑車化套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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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i i

 重量 
 淨重  公斤   
 最大總重  公斤   
 最大容許載重  公斤   

 引擎 , 

 汽缸數／每缸汽門數 / / /
 排氣量  立方公分   
 額定馬力／額定引擎轉速  匹馬力／每分轉速 / / /
 最大扭力／引擎轉速  牛頓米／每分轉速 / / /

 動力傳輸 
 傳動配置  後輪驅動  後輪驅動  後輪驅動 
 變速箱  Steptronic運動化八速手自排  Steptronic運動化八速手自排  Steptronic運動化八速手自排 

 性能表現 
 極速  公里／小時   

  – 公里／小時加速  秒 . . .

 油耗表現 , 

 市區  公升／公里 .–. .–. .–.
 郊區  公升／公里 .–. .–. .–.
 綜合油耗  公升／公里 .–. .–. .–.
 平均二氧化碳排放量  公克／公里 – – –
 油箱容量（約）  公升   

 輪圈／輪胎 

 輪胎規格 / R  / R 
/ R 

/ R 
/ R 

 輪圈規格  J x   J x 
 J x 

 J x 
 J x 







  




















圖上尺寸單位為公釐。

  表中數據為標準配備車型之空車淨重。選用配備可能會增加此一數據。 
   BMW建議使用RON 超級無鉛汽油。亦可使用RON （含）以上，乙烷含量不超過%的無鉛汽油。性能表
現與油耗數據適用於RON 無鉛汽油。 

   全車系引擎皆符合EU歐盟六期廢氣排放標準。油耗係依照ECE駕駛標準測定，測試條件包含大約三分之一市
區及三分之二郊區路況。除油耗表現外，亦同時測定二氧化碳的排放量。  油耗表現及二氧化碳排放程度會受到
所選輪圈車胎的尺寸影響。選用配備可能會使數值增加。 

  電子限速值。 

此處標示之油耗測試值係在BMW實驗室內，依ECE規定的行車型態於車體動力計上測得。實際道路行駛時，因
受天候、路況、載重、使用空調系統、駕駛習慣及車輛維護保養等因素影響，其實際油耗值常高於測試值（經濟
部能源局測試值如附件）。



 BMW服務理念：
BMW服務50 | 51

當您成為BMW車主，您便享有最高等級的維修保養及全面性的顧客服務。BMW的

條件式保養（CBS）可追蹤機油的消耗狀態和零件的磨損情況，並在顯示幕上適時提

醒您車輛需進廠維修保養的時間，讓您只有在車輛需要維修保養時，才需前往BMW

維修保養中心。在您抵達後，BMW認證專業技師會使用最新的車廠技術以及BMW
原廠零件為您的愛車進行保修服務。BMW遍及全球多國的,多間維修保養

中心將隨時待命，提供您無限的駕乘樂趣。

*  僅限於某些國家，請洽詢您的BMW經銷商。

BMW售後服務。

 BMW尊榮急修服務*，隨時隨地給您無微不至的協助。當您的車輛拋錨或發生意外

時，只要一通電話，我們就會以最短的時間，竭盡所能地提供您所需的服務。
BMW的專業合格技師會透過電話或親自前往現場，協助排除您愛車的問題。當車輛

發生故障的情形，我們提供各國專屬的尊榮急修服務。當您遭遇任何突發事件，請立

即撥打BMW緊急求助專線，我們將協助通知您的服務顧問，並提供您拖吊與急修服

務等其他後續處理措施。欲取得更多資訊，請造訪：
www.bmw.com 

 BMW TeleServices遠距售後服務*，條件式保養（CBS）會在顯示螢幕上自動提醒您

車輛下一次需要保養的時間。在取得您的同意後，所有重要的車輛資訊會自動傳送至

BMW進行分析。您指定的BMW維修服務廠將收到相關資料，並在必要時聯絡您，為

您安排進廠的時間。這項服務可應您的要求隨時停用，未來您也可在ConnectedDrive
網站變更您的維修服務廠。欲取得更多資訊，請造訪：
www.bmw.com/teleservices 

BMW體驗。 BMW購車方案服務。

BMW TV  

BMW TV*：www.bmw.tv讓您體驗

BMW品牌的多重魅力。相關的報導將提

供您關於汽車、創新、運動賽事以及生活

品味等主題的資訊。

BMW駕駛訓練：您在操控BMW時愈得

心應手，就愈能從中感受更多的駕馭樂

趣。我們的訓練課程將指導您在不同的道

路狀況下發揮BMW的顛峰極限，以及當

您遇上危急情況時，該如何安全控制車

輛。欲取得更多資訊，請造訪：
www.bmwdrivingexperience.com

BMW Magazine：資訊與娛樂：BMW
雜誌將帶給您BMW最新、最詳盡的資

訊。欲取得更多資訊，請造訪：
www.bmw.com/magazine

 BMW購車方案服務*，滿足您所需的購車

方案。BMW購車方案服務提供您最理想

的個人租賃、貸款和保險方案。欲取得更

多資訊，請造訪：www.bmwfs.com。
您的BMW經銷商也將非常樂意為您規劃

最適合的個人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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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眼未來，
責任操之在我。

 BMW集團於年再度被道瓊永續性世界指數和歐洲

指數評選為全球最具永續性發展的汽車製造商。自該指

數創立以來，BMW集團是汽車產業中唯一持續進榜的公

司。高效能汽車概念的發展、以及對環境友善的生產流

程（包括資源回收再利用）都是我們的造車理念中，不

可或缺的部分。自年以來，BMW的高效動力科技與

電動車技術讓我們在歐洲的新車產品線減少了超過%
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在年至年之間，我們將生

產過程中所耗用的資源（像是水與能源等）減少%，
並預計於年達到減少%的目標。其他資源方面

（如揮發性有機物、工業廢水和廢棄物），我們已經在

年達成降低%的目標，未來亦將持續努力改善。
自年起，BMW位於奧地利斯泰爾的引擎工廠在生

產過程中已經不再排放廢水。當然，我們的車輛在功成

身退之後，均能輕易且環保地進行回收與利用。您的舊

車若需要進行回收，請與BMW經銷商聯繫。欲取得更多

資訊，請造訪： 

www.bmw.com/Effi cientDynamics
www.bmwgroup.com/responsibility
www.bmw.com/recycling



      BM. 德國印製.

 BMW台灣總代理
汎德股份有限公司 

 www.bmw.com.tw 
 Sheer 

Driving Pleasure 

 本手冊所展示車型為BMW AG為德國市場生產之規格。某些內容包括了選用配備和未列為標準配備之

附件。根據其他國家市場的專屬需求，所述文字和圖示中的型號、標準配備和選用配備可能會有所不

同。欲取得貴國特定車輛的詳細資訊，請洽詢您的BMW經銷商。BMW保留設計和配備變動的權利，
以及內容修正權。 

 © BMW AG，德國慕尼黑。未經慕尼黑BMW AG書面許可，禁止全部或部分複製。 


